
 

109 年第一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考場（21 間） 

考場 代碼 

三軍總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及測驗中心 

報名地點：114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3 樓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辦公室 

聯絡窗口：王康沛小姐(考場) / 張吟綺小姐(系辦) 

聯絡電話：(02)8792-3311 分機 17647(考場) / 19088(系辦) 

e-mail：morgan0418@mail.ndmctsgh.edu.tw、morgan0418@gmail.com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tsgh.ndmctsgh.edu.tw/  (三軍總醫院全球資訊網-最新消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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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萬芳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)-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5樓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教學研究部 

聯絡窗口：臨床技能中心 劉妍伶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2)2930-7930 分機 2579 

e-mail：99400@w.tmu.edu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wanfang.gov.tw/p9_medical_news.aspx?dn=教學研究部門 

             &cn=教學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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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榮民總醫院-臨床技術訓練科 

報名地點：112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臨床技術訓練科 

聯絡窗口：巫春蓮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2)2875-7725 分機 123 

e-mail：wucl@vghtpe.gov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://wd.vghtpe.gov.tw/cstc/Index.ac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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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-臨床技能訓練及測驗中心 

報名地點：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5樓臨床技能中心 

聯絡窗口：莊雅筑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2)2249-0088 分機 8853 

e-mail：19002@s.tmu.edu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edu.shh.org.tw/index.aspx 

04 

馬偕紀念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252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臨床技能中心 

聯絡窗口：王明淑技術主任 

聯絡電話：(02)2809-4661 分機 2310 

e-mail：wms9801@gmail.com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mmh.org.tw/index_big5.html (馬偕醫院) 

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medicine.mmc.edu.tw/ (馬偕醫學院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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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-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100 台北巿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 號 3 樓 319 室台大醫學院醫學系辦公室 

聯絡窗口：陳姿秀(考場) / 蔡宗華(醫學系辦) 

聯絡電話：(02)2312-3456 分機 65958(考場) / 88026(醫學系辦) 

e-mail：tina200570@ntuh.gov.tw(考場) / chunghwa@ntu.edu.tw(醫學系辦)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ntuh.gov.tw/EDU/education/default.aspx 

06 

第 1 頁，共 4 頁

mailto:99400@w.tmu.edu.tw
http://www.mmh.org.tw/index_big5.html


 

考場 代碼 

國泰綜合醫院-臨床技術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96 號國泰人壽大樓地下一樓教學部 

聯絡窗口：陳淑貞副組長 

聯絡電話：(02)2708-2121 分機 1051 

e-mail：cghedu@cg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：//www.cgh.org.tw/tw/content/depart/EDU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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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醫院-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111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新光醫院教學部行政區 C9 辦公室 

聯絡窗口：謝燿州研究員 

聯絡電話：(02)2833-2211 分機 2076 

e-mail：R001805@ms.sk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skh.org.tw/educator/SM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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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333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五號教育大樓 3 樓教學部 

聯絡窗口：陳品蓉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3)328-1200 分機 5047 

e-mail：tiffany86@cgm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://www1.cgmh.org.tw/intr/intr2/ebmlink/36100/index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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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行政大樓 5 樓醫學教育部 

聯絡窗口：張予宣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4)2473-9595 分機 34535 

e-mail：cshn508@cs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eb.csh.org.tw/web/test20/index.php/category/news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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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暨評量中心 

報名地點：404 台中市育德路 29 號安康教學大樓 5 樓教學部 

聯絡窗口：何婧嫙專科護理師 

聯絡電話：(04)2205-2121 分機 4609 

e-mail：n5780@mail.cmu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://www3.cmu.edu.tw/~medicine/?q=zh-hant/node/135  (OSCE 國考

訊息專區) 

11 

臺中榮民總醫院—臨床訓練科 

報名地點：407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教學大樓 2 樓辦公室 

聯絡窗口：陳玉雪護理師 

聯絡電話：(04)2359-2525 分機 4332 

e-mail：snow0318@vghtc.gov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 

http://www.vghtc.gov.tw/Module/ 

breakingnews?WebMenuID=c47a00fc-ee22-4871-b6ec-5dc557ec27b3 (中榮網頁最新消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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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場 代碼 

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-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（OSCE）考場 

報名地點：71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奇美醫院教學大樓3樓教學中心 

聯絡窗口：楊佩錡小姐 / 鄭昀芯小姐 / 顏嘉伶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6)281-2811 分機 57437 / 57439 / 57425 

e-mail：a30603@mail.chimei.org.tw 

       cmh4230@mail.chimei.org.tw 

       cmh42301@mail.chimei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sub.chimei.org.tw/54230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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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-國鼎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成功大學成杏校區醫學院 4 樓醫學系辦公室 

聯絡窗口：黃郁喬小姐(醫學系) / 施明妍小姐(考場) 

聯絡電話：(06)235-3535 分機 5012(醫學系) / 4875(考場) 

e-mail：yuchiao@mail.ncku.edu.tw(醫學系) / minyen@mail.hosp.ncku.edu.tw (考場) 

資訊公佈網址：成功大學醫學系 http://med.hosp.ncku.edu.tw/ 

  成大醫院教學中心 http://educ.hosp.ncku.edu.tw/ 公告消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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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榮民總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813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教學研究大樓 1 樓 

聯絡窗口：宋曉菁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7)342-2121 分機 1529 

e-mail：hcsung_2010@vghks.gov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org.vghks.gov.tw/erli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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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83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高層眷舍一樓教學部 

聯絡窗口：葉雅竹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7)731-7123 分機 8357 

e-mail：chu0922@cgm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med.cgu.edu.tw/bin/home.ph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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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-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(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4F 行政辦公室 2) 

考場地址：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(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3F 臨床技能中心) 

聯絡窗口：黃尹亭小姐、石美玲小姐、陳冠璇小姐、郭叡賢小姐(報名) / 曹幸璇小姐(考場) 

聯絡電話：(07)312-1101 分機 2137#415(黃)、416(石)、52(陳)、56(郭)(報名) / (07)312-1101

分機 6782(考場) 

e-mail：inting@kmu.edu.tw(黃)、shihmei@kmu.edu.tw(石)、khchen@kmu.edu.tw(陳)、

kuokuo@kmu.edu.tw(郭)(報名)/1010593@mail.kmuh.org.tw(曹) (考場)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://smed.kmu.edu.tw/ 

17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及評估中心 

報名地點：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大愛樓六樓教學部 

聯絡窗口：梁淑媛主任、曾瀞巧股長、陳盈臻組員 

聯絡電話：(03)856-1825 分機 13646、13644、13639 

e-mail：ad045@tzuchi.com.tw、Maris3644@tzuchi.com.tw、

margie4910021@tzuchi.com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hlm.tzuchi.com.tw/csc/index.ph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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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場 代碼 

臺北醫學大學-醫學模擬教育中心 

報名地點: 110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一醫療大樓七樓教學部

臨床技能中心 

聯絡窗口:曾妙佳小姐 

聯絡電話: (02)2737-2181 分機 3760 

e-mail: 176226@h.tmu.edu.tw 

資訊公佈網址: http://61.220.119.32/edu/htdocs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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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-臨床技能中心 

報名地點：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A 棟 10 樓臨床技能中心 

聯絡窗口：蔡旻珂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2)2219-3391 分機 66155 

e-mail：edu.cth@gmail.com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://www.cth.org.tw/?aid=401&pid=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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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-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

報名地點：500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 

聯絡窗口：高怡君護理師 

聯絡電話：(04)723-8595 分機 4058 

e-mail：84709@cch.org.tw 

資訊公佈網址：https://dpt.cch.org.tw/layout/layout_1/item.aspx?cID=79&ID=46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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